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舊約概論-歷史書 第五堂 撒母耳記上 

一、簡介 

作者：撒母耳，先知拿單和迦得(25章後)；在希伯來聖經中，這上下兩書原為一整冊。 

時間：1171-1056B.C.；地點：拉瑪 

目的：撒母耳記上論以色列從「神權政治」、「士師秉政」的制度轉到「王治制度」的原

因與過程。撒母耳承先啟後，由士師、祭司到先知，他為以色列最後一位士師，也

是首位先知，也是一名特別的祭司，身兼三職，是一位轉移時代的偉人。 
撒上 7:13 撒母耳作士師的時候、耶和華的手攻擊非利士人。 
徒 3:24 從撒母耳以來的眾先知、凡說豫言的、也都說到這些日子。 
撒上 2:35 我要為自己立一個忠心的祭司、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、我要為他建立堅固的

家、他必永遠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。(代上六章 34-37  撒母耳為可拉後裔) 

鑰字：(一) ‘禱告’; (二) ‘事奉’; (三) ‘獻祭’ 
撒上 12:23 至於我、斷不停止為你們禱告、以致得罪耶和華‧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們。 
撒上 15:22 撒母耳說、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、豈如喜悅人聽從他的話呢‧聽命勝於獻

祭、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。 
撒上 16:7 耶和華卻對撒母耳說、不要看他的外貌、和他身材高大、我不揀選他、因為耶

和華不像人看人、人是看外貌、耶和華是看內心。 

主旨：本書主要的信息正和書名‘撒母耳’的意義相合，就是禱告。(‘撒母耳’的意義是

神聽禱告）。所以本書中充滿了關乎禱告的故事：哈拿禱告，蒙神應允。（一 1～

28）。撒母耳禱告，使以色列百姓得勝（七 5～10）。他又因以色列人要求一個王

治理他們，就懇切求告神（八 5～6）。他看不為神的百姓禱告是罪（十二 23）。詩

人和先知都承認他是禱告的人（詩九九 6，耶十五 1）。 
詩 99:6 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亞倫、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、他們求告耶和華、

他就應允他們。 

以色列在士師秉政下只能得暫時與局部性的復興，惟不論國家政治、道德風化、宗

教信仰、社會秩序都直趨下坡。當時的黑暗情形那是（1）國政擾亂的時代（「那時

以色列中沒有王，各人任意而行」，士 17:6 ; 18:1 ; 19:1 ; 21:25）；（2）宗教腐敗

的時代（「當那些日子，耶和華的言語稀少，不常有默示」，撒上 3:1）；（3）道

德衰落的時代（士 19-21章）；（4）急需復興的時代（撒上 7:3） 。 

從士師秉政到君王掌權的轉移中，神興起了另一個等次，那就是先知。借著先知，

神把士師時代改變成君王時代。 

士師記最後停在－以色列人沒有王，人人都行自己眼中看為對的事。在本書中，他

們要求一個王，這是一件惡事，因為他們拒絕神作他們的王。他們要一個王像列國

一樣。神用他們犯罪的事件，而興起了一個王權，乃是照著祂的目的，賜給他們一

個合祂心意的王。最後，借著那個王，神能帶進那一位君王，就是萬王之王、萬主

之主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。 

撒母耳記上在歷史書中是最能引人發生興趣的一卷，因為它不只是一卷歷史書，並

且也是一卷動人的傳記，裡面有撒母耳的童年、大衛戰勝歌利亞、大衛與約拿單…

等等許多生動的事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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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大綱與內容 

本書可按照書中三個重要人物分成三大段：關於撒母耳、關於掃羅、關於大衛。 

 (一) 撒母耳的治理（1章－７章） 

1. 撒母耳的母親哈拿的禱告與得蒙應允（一） 

撒上 1:10 哈拿心裏愁苦、就痛痛哭泣、祈禱耶和華‧11許願說、萬軍之耶和華阿、你若

垂顧婢女的苦情、眷念不忘婢女、賜我一個兒子、我必使他終身歸與耶和華、

不用剃頭刀剃他的頭。 
撒上 1:20 哈拿就懷孕‧日期滿足生了一個兒子、給他起名叫撒母耳、說、這是我從耶和

華那裏求來的。 
撒上 1:27 我祈求為要得這孩子、耶和華已將我所求的賜給我了。28所以我將這孩子歸與

耶和華、使他終身歸與耶和華。於是在那裏敬拜耶和華。 

2. 哈拿包含預言的禱告（二 1～11） 

撒上 2:1 哈拿禱告說、我的心因耶和華快樂‧我的角因耶和華高舉‧我的口向仇敵張

開‧我因耶和華的救恩歡欣。2 只有耶和華為聖、除他以外沒有可比的、也沒有

磐石像我們的 神。 

3. 以利兩個劣子－撒母耳處在他們作惡的地方得蒙保守（二 12～26） 

撒上 2:12 以利的兩個兒子是惡人、不認識耶和華。 
撒上 2:18 那時撒母耳還是孩子、穿著細麻布的以弗得、侍立在耶和華面前。 

4. 無名神人對以利（撒母耳的帶領者）嚴重的警告（二 27～36） 

撒上 2:30 因此、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說、我曾說、你和你父家必永遠行在我面前、現在我

卻說、決不容你們這樣行、因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‧藐視我的他必被輕視。 

5. 神越過以利，親自向撒母耳啟示，並教導他（三） 

撒上 3:1 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事奉耶和華。當那些日子、耶和華的言語稀少、不常有

默示。 
撒上 3:19 撒母耳長大了、耶和華與他同在、使他所說的話、一句都不落空。20從但到別

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、都知道耶和華立撒母耳為先知。 

6. 神向撒母耳的啟示應驗－以利和他兩個兒子受咒詛，且約櫃亦因他們的緣故被擄（四） 

撒上 4:21 他給孩子起名叫以迦博、說、榮耀離開以色列了‧這是因 神的約櫃被擄去、

又因他公公和丈夫都死了。 

7. 約櫃成了非利士人的咒詛（五） 

撒上 5:7 亞實突人見這光景、就說、以色列 神的約櫃不可留在我們這裏、因為他的手

重重加在我們、和我們神大袞的身上。 

8. 約櫃的歸回（六 1～七 1） 

撒上 7:1 基列耶琳人就下來、將耶和華的約櫃接上去、放在山上亞比拿達的家中‧分派

他兒子以利亞撒、看守耶和華的約櫃。 

9. 撒母耳禱告神，使以色列人得勝（七 2～17） 

撒上 7:2 約櫃在基列耶琳許久‧過了二十年、以色列全家都傾向耶和華。3 撒母耳對以色

列全家說、你們若一心歸順耶和華、就要把外邦的神、和亞斯他錄、從你們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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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除掉、專心歸向耶和華、單單的事奉他‧他必救你們脫離非利士人的手。4 以

色列人就除掉諸巴力、和亞斯他錄、單單的事奉耶和華。 
撒上 7:11 以色列人從米斯巴出來、追趕非利士人、擊殺他們直到伯甲的下邊。12撒母耳

將一塊石頭、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間、給石頭起名叫以便以謝、說、到如今耶

和華都幫助我們。 
 
(二) 掃羅的王朝（８章－１５章） 

1. 以色列人要求有一個王，撒母耳禱告神（八） 

撒上 8:4 以色列的長老都聚集、來到拉瑪見撒母耳、5 對他說、你年紀老邁了、你兒子不

行你的道‧現在求你為我們立一個王治理我們、像列國一樣。 
撒上 8:7 耶和華對撒母耳說、百姓向你說的一切話、你只管依從、因為他們不是厭棄

你、乃是厭棄我、不要我作他們的王。 

2. 掃羅被選為王（九） 

撒上 9:17 撒母耳看見掃羅的時候、耶和華對他說、看哪、這人就是我對你所說的、他必

治理我的民。 
撒上 9:21 掃羅說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憫人麼、我家不是便雅憫支派中至小的

家麼、你為何對我說這樣的話呢。 

3. 掃羅被膏為主（十） 

撒上 10:1 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掃羅的頭上、與他親嘴、說、這不是耶和華膏你作他產業

的君麼。 

4. 掃羅第一次的大得勝（十一） 

撒上 11:11 第二日、掃羅將百姓分為三隊、在晨更的時候入了亞捫人的營、擊殺他們直到

太陽近午、剩下的人都逃散、沒有二人同在一處的。 

5. 撒母耳對百姓最後一次公開的講話（十二） 

撒上 12:1 撒母耳對以色列眾人說、你們向我所求的、我已應允了、為你們立了一個王。 
撒上 12:20 撒母耳對百姓說、不要懼怕‧你們雖然行了這惡、卻不要偏離耶和華、只要盡

心事奉他。21若偏離耶和華去順從那不能救人的虛神、是無益的。22耶和華既

喜悅選你們作他的子民、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棄你們。 
撒上 12:23 至於我、斷不停止為你們禱告、以致得罪耶和華‧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們。

24只要你們敬畏耶和華、誠誠實實的盡心事奉他、想念他向你們所行的事何等

大。25你們若仍然作惡、你們和你們的王、必一同滅亡。 

6. 掃羅初次的跌倒－不順服，擅自獻祭（十三 1～14） 

撒上 13:13 撒母耳對掃羅說、你作了糊塗事了、沒有遵守耶和華你 神所吩咐你的命令、

若遵守、耶和華必在以色列中堅立你的王位、直到永遠。14現在你的王位必不

長久‧耶和華已經尋著一個合他心意的人、立他作百姓的君、因為你沒有遵守

耶和華所吩咐你的。 

7. 掃羅第二次的大得勝（十三 15～十四 52） 

撒上 14:47 掃羅執掌以色列的國權、常常攻擊他四圍的一切仇敵、就是摩押人、亞捫人、

以東人、和瑣巴諸王、並非利士人‧他無論往何處去、都打敗仇敵。 

8. 掃羅第二次的跌倒－不順服，擅自留下當毀滅的人和物（十五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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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大衛的興起（1６章－３１章） 

1. 大衛被選、被膏（十六 1～13） 

撒上 16:11 撒母耳對耶西說、你的兒子都在這裏麼‧他回答說、還有個小的、現在放羊‧

撒母耳對耶西說、你打發人去叫他來、他若不來、我們必不坐席。12耶西就打

發人去叫了他來‧他面色光紅、雙目清秀、容貌俊美‧耶和華說、這就是他、

你起來膏他。13撒母耳就用角裏的膏油、在他諸兄中膏了他‧從這日起、耶和

華的靈就大大感動大衛‧撒母耳起身回拉瑪去了。(大衛是耶西的第八個兒子) 

2. 大衛作掃羅的琴師和拿兵器的人（十六 14～23） 

撒上 16:23 從 神那裏來的惡魔臨到掃羅身上的時候、大衛就拿琴用手而彈、掃羅便舒暢

爽快、惡魔離了他。 

3. 大衛戰勝歌利亞（十七） 

撒上 17:33 掃羅對大衛說、你不能去與那非利士人戰鬥‧因為你年紀太輕、他自幼就作戰

士。 . . . 37大衛又說、耶和華救我脫離獅子和熊的爪、也必救我脫離這非利士

人的手。掃羅對大衛說、你可以去罷‧耶和華必與你同在。 
撒上 17:50 這樣、大衛用機弦甩石、勝了那非利士人、打死他‧大衛手中卻沒有刀。 

4. 大衛與約拿單結盟（十八 1～5） 

5. 掃羅因嫉妒，企圖謀殺大衛（十八 6～二十 42） 

撒上 18:6 大衛打死了那非利士人、同眾人回來的時候、婦女們從以色列各城裏出來、歡

歡喜喜、打鼓擊磬、歌唱跳舞、迎接掃羅王。7 眾婦女舞蹈唱和、說、掃羅殺死

千千、大衛殺死萬萬。8 掃羅甚發怒、不喜悅這話、就說、將萬萬歸大衛、千千

歸我、只剩下王位沒有給他了。 

6. 大衛的逃亡與漂泊（二一～三十） 

撒上 21:12 大衛將這話放在心裏、甚懼怕迦特王亞吉‧13就在眾人面前改變了尋常的舉

動、在他們手下假裝瘋癲、在城門的門扇上胡寫亂畫、使唾沫流在鬍子上。 
詩 34:1 〔大衛在亞比米勒面前裝瘋、被他趕出去、就作這詩。〕我要時時稱頌耶和

華‧讚美他的話必常在我口中。 
撒上 22:1 大衛就離開那裏、逃到亞杜蘭洞。他的弟兄和他父親的全家聽見了、就都下到

他那裏。2 凡受窘迫的、欠債的、心裏苦惱的、都聚集到大衛那裏‧大衛就作他

們的頭目‧跟隨他的約有四百人。 
撒上 24:5 隨後大衛心中自責、因為割下掃羅的衣襟‧ 
撒上 24:10 今日你親眼看見在洞中耶和華將你交在我手裏‧有人叫我殺你、我卻愛惜你、

說、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‧因為他是耶和華的受膏者。 

7. 撒母耳的死（二五 1） 

8. 掃羅與約拿單的死（三一） 

撒下 1:11 大衛就撕裂衣服、跟隨他的人也是如此。12而且悲哀、哭號、禁食到晚上、是

因掃羅和他兒子約拿單、並耶和華的民以色列家的人、倒在刀下。 

掃羅開頭的確很光明，而卻在非常黑暗中結束。他不僅逼迫大衛並且想要殺害他；因為神

不回答他，他甚至要詢問一個交鬼的婦人；最後他僕倒在戰場上悲慘的死了！那就是掃羅

的一生。掃羅的生平真是我們的一個鑒誡。如果我們照著肉體來生活，實際就和掃羅沒有

生命區別。掃羅是受膏的，卻不活在膏油之下；他乃是照著肉體而活。 


